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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宾
左治建 省人大代表、中国

航发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
司焊工

刘时勇 省人大代表、中航
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部装二厂飞机铆
装钳工、首席操作技师

技能人才越来越受重视
“我们赶上了好时候”

感受感受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7日表示，
应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贸易谈判代表莱
特希泽的邀请，刘鹤副总理将于1月30

日至31日访美，与美方就两国经贸问题
进行磋商，共同推动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
识。 据新华社

商务部：
刘鹤副总理将于1月30日至31日访美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江茜）
1月 17日，记者从省政府官网获
悉，四川省打赢蓝天保卫战等9个
实施方案已于近日印发。其中明
确，全省将以成都平原、川南、川东
北三大区域为主战场，坚持质量导
向、系统防治，科学管控、精准施
治，联防联控、社会共治，不断改善
大气质量。

具体到目标上，到2020年，全
省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
年均浓度比考核基准年（2015年）
下降18%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83.5%，重度

及以上污染天数比 2015 年下降
25%以上；全省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分别比
2015年削减16%、16%、5%以上。
其中，重点工程减排量分别不少于
11.2万吨、3.7万吨、5.6万吨。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实施方
案，四川首次对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区域进行划分，共涉及成都、自贡、
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
山、南充、宜宾、广安、达州、雅安、
眉山、资阳等15市。

划分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意味着什么？按照要求，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区域将实行更加严格的
产业准入、环保标准、环境监管制
度，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加强联防联控。同时大力调整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
用地结构，努力形成与大气环境承
载力相匹配的发展格局、城市格
局。

此外，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将实行动态评估调整。同时为有
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全省还将提高
空气质量预警预报能力，实现以城
市为单位的7天预报，并开展空气
质量中长期趋势预测。

四川首次划定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将实行更加严格的产业准入、环保标准、环境监管制度

成都市：全域

自贡市：全域

泸州市：江阳区、龙马潭区、
纳溪区、泸县全域

德阳市：全域

绵阳市：涪城区、游仙区、安
州区、江油市、三台县全域

遂宁市：船山区、安居区、蓬
溪县、大英县全域

内江市：全域

乐山市：市中区、五通桥区、
沙湾区、峨眉山市、犍为县、井研县、
夹江县全域

南充市：顺庆区、高坪区、嘉
陵区全域

宜宾市：翠屏区除李端镇、牟
坪镇外的区域，南溪区全域，叙州区
除商州镇、龙池乡、凤仪乡、双龙镇

外的区域，江安县全域，高县庆符
镇、文江镇、胜天镇、月江镇

广安市：广安区、前锋区全域

达州市：通川区全域，达川区
除陈家乡、罐子乡、渡市镇外的区域

雅安市：雨城区、名山区全域

眉山市：东坡区、彭山区、仁
寿县、丹棱县、青神县全域

资阳市：雁江区全域

四川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记者：这几年，四川对于技能
人才的培养力度越来越大，就你们
自身而言，有什么切实感受？

刘时勇：我们赶上了好时候。
31年前，我才19岁，还只是从仪陇
县永乐镇来到成飞的一个车间当
学徒工。但是慢慢地，工人的机会
也多了，你看，我能成为中航工业
飞机铆装钳工、首席技能专家，还
能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中华技能大
奖等多项国家级荣誉，并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

切实地说，这些都是得益于四
川大力支持和发展技能人才建设，
我们工人的待遇也得到极大改
善。而且不光是我，身边还有不少
凭借着高超技艺的工友，都成为被
人尊敬的技术专家。

左治建：这方面我和刘代表的
感受是一样的。参会前，我去详细
了解了，这些年，为培养造就支撑

“四川制造”和“四川创造”的高素
质产业大军，我们省提出一系列创
新举措，比如大力发展技工院校和
职业培训机构，深入实施高技能人
才振兴计划，加强急需紧缺技能人
才培养等。

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这些
年，我们工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
很多。以前说起来都是孩子不爱
读书才来学技术，但现在，不管家
长还是其他人，都越来越接受孩
子去职校学门手艺。这也是因为
大家都看见了，把一门手艺学精
学透，在社会上依然能活得体面
有尊严。

培养“天府工匠”精神学习不能少
省人大代表热议四川技能人才培养，建议要将工匠精神贯穿到职校教育中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今年的政府工
作 报 告 提 到 ，
要实施领军人

才和“天府工匠”培养工
程。努力营造创新创业
的政策环境，为宜居休闲
生活注入创业之情、创业
之力，让巴蜀大地成为聚
集人才、实现梦想的高
地。

在仔细阅读政府工
作报告全文后，两位来自
生 产 一 线 的 技 术 工 人
——省人大代表、中国航
发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
公司焊工左治建，省人大
代表、中航工业成都飞机
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部装二厂飞机铆装钳
工、首席操作技师刘时
勇，不约而同的在“天府
工匠”四个字下，划上长
长的标记。对于他们来
说，“天府工匠”不仅代表
着一种技能，更代表着一
种荣誉。在四川加快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深度融合的大目标下，实
施领军人才和“天府工
匠”培养工程显得十分必
要。

“我们搞技术的人其实很
简单，把手上的活儿干好就
行。”初中毕业，周树春进入十
九冶工作，那时还不懂焊接为
何的他，将目标锁定为“做最
棒的电焊工，练独门绝技绝
活”，随后的岁月里，他焊接上
万条焊缝，掌握带压堵漏焊接
技术、高湿度管线钢焊接技
术、铝合金焊接气孔防止技
术、盲区焊接等绝活，业内评
价他将焊接这门功夫练到了

“飞花摘叶可伤人”的境界。
“要教就要教出最好的徒

弟。”从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
开始，周树春便担任国家集训
队焊接训练队的队长，曾正超
和宁显海更是先后斩获第43
届、第44届连续两届世界技能
大赛焊接冠军。“看到他们获
奖的时候，我是哭了的。”周树
春告诉记者，看到他们为国争
光，自己感到特别骄傲。

作为基层工人代表，连续
两年，周树春的目光都聚焦在
技能人才培训和职业教育
上。“每年看见政府工作报告
中关于技能人才的内容，我都

会觉得欣喜。”在周树春看来，
政府释放出来的信号，将会让
越来越多的基层工人，在更好
的社会氛围中得到成长。

也正是接受采访的这天，
在北京举行的高技能人才座
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指
出，要创新人才评价使用机
制，选好用好高技能人才，充
分发挥他们的关键作用。要
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优化
整合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发挥
企业、教育培训组织和各类商
会、协会、社区组织等主体的
作用，加强对农民工、未就业
大学生、退役军人、失业人员
等群体的培训，有效增加高技
能人才供给。要切实提升高
技能人才的待遇和社会地位，
加强宣传报道，营造劳动光
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良
好社会风尚。

仔细看完整条新闻后，周
树春欣喜地说：“技能人才的
春天已经到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江茜摄影 雷远东

省人大代表、中冶集团首席技师周树春：

“技能人才的春天到了”

记者：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要实施领军人才和“天府工匠”培
养工程，那么在你们看来，在技能
人才的培养上，如何更精准到位
呢？

刘时勇：我记得去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提到了要完善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
此还作出了回答：2018年全省新
增了10所高职院校。这让我很惊
喜。这意味着，又将新增一批具有
潜力的技能人才。

但是和去年一样，我还是觉
得，一方面，我们可以将职业教育
的社会价值，适当体现在九年义务
教育中，从源头上培养学生的认同
感。同时，除了现在广泛被关注的
顶尖技能人才，很多一线工人也需
要被看见，普通工人的待遇、工作
环境、社会地位也需要提升。

另一方面，我们新入厂的工人
都还有需要从头教起的，我觉得职

业院校在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
上，做得还不够。你想，本来我们
招进来的就是在校期间很优秀的
孩子了，可是到了上手阶段，还是
手感不对。所以，学校在基本功的
培养上，也要狠下力气才行。

左治建：我在一线操作台上工
作了19年，到现在接触到不少职
校学生时，都还能感受到他们对于
未来的迷茫。所以，职业教育除了
学技术，还需要学精神。我们职业
院校在对学生职业精神的引导上，
可以多将大国工匠们请到校园，让
学生在和领域前辈面对面的交流
中，看见即使是平凡的领域，也能
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当然，职业院校的校风建设也
很重要。学校应该对学生的基础文
化知识水平提出高要求，各领域内
的最新成果和趋势更应该体现在教
学中，要在强调工匠精神的同时，培
养出综合素质高的未来工人。

周树春说自己
有 点“ 晕 ”镜

头，看见摄影机就会紧
张，说不出话。1 月 17
日下午，在结束小组讨
论后，周树春不习惯地
整理了下西装，那是这
位省人大代表特意置办
的“正装”，只在重要场
合才会穿上。

更多时候，他都习惯
穿着厚厚的工作服，在焊
接台前一呆就是一整
天。他是国家级技能大
师、中华技能大奖获得
者、中冶集团首席技师、
全国劳模，还是第43届、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焊
接冠军的师傅，在焊接圈
子里，他被称为是世界冠
军背后的工人“院士”。

“红薯妹妹”黄晓艳：
农村不缺机会
只缺创造和拼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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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上培养认同感
重视实践能力培养

建议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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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中国航发成都发
动机集团有限公司焊工左治建。

省人大代表、成飞集团部装二
厂飞机铆装钳工、首席操作技师刘
时勇。

省人大代表、中冶集团首席技
师周树春。


